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2015 年，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特锐德”）

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川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及简兴福等 53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

“交易对方”）持有的川开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川开电气”）

100%股权。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文）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川开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 53 名自然人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相关要求，公司编

制了本报告。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川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 53 名自然人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关于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等议案。根据上述协

议，特锐德向交易对手发行 83,534,921 股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公司的 100%股权。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川开电气 100%股权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70,259.30 万元。参照评

估结果，交易双方经友好协商确定川开电气 100%股权交易作价为 69,000 万元。 

2015 年 9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向川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2216 号）文件核准，特锐德向交易对方发行 83,534,921 股股份，

购买其所持有的川开电气 100%股权。 

2015 年 10 月 16 日，川开电气 100%股权已过户到特锐德名下，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变更后，公司直接持有川开电气 100％股权。 

2015 年 11 月 5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 83,534,921 股股份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该新增股份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出具了和信验字（2015）第 000085 号验资报告。 

二、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一）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及补偿 

2015 年 5 月 4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关于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下简

称“《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未来年度的盈利进行了承

诺，具体如下： 

1、业绩承诺期及承诺的净利润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交易对方承诺川开电气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6,787.83 万元、7,510.21 万元、8,297.77 万元，如果本次交易未能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完毕，则业绩承诺年度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 

2、业绩补偿方式 

在川开电气业绩承诺期内每一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若川开电气在

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应就当期期



 

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部分对特锐德进行补偿。 

补偿原则为：交易对方应以其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特锐德股份

进行补偿，交易对方项下各主体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比例按照各自在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特锐德股份占交易对方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予以确定，具体

补偿方式如下： 

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总额×交易对方认购特锐德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的股份数量。若当期计算

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按 0 取值，即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业绩承诺期届满的减值测试及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由双方共同认可并经特锐德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出

具《减值测试报告》。 

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根据《减值测试报告》，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标的资产作价＞业绩承诺年度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交易对方将

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承诺

年度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交易对方项下各主体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比例按照各自在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中认购的特锐德股份占交易对方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予以确定。 

标的资产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年度

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若特锐德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

股份数量×（1+转增或配股、送股比例）。若特锐德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

配，现金分配的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任何情况下，交易对方按本协议约定应补偿的总金额（应补偿的总金额=交易

对方应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包括业绩承诺年度补偿部分及期末资产减

值补偿部分）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总额。 

（二）业绩实现情况 

川开电气承诺期（2015-2017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情况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期间 承诺金额 实现金额 完成率 

2015 年度 6,787.83 5,599.07 82.49% 

2016 年度 7,510.21 8,899.15 118.49% 

2017 年度 8,297.77 7,283.71 87.78% 

合计 22,595.81 21,781.93 96.40% 

注：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2015 年度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

4,394,781 股，由公司以 1 元的总价格予以回购并进行注销，前述股份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三、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发生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事项 

2015 年度，公司向川开电气增资 20,200 万元，承诺期内，川开电气未向公

司分配股利，公司未向川开电气捐赠。扣除上述事项外，川开电气置入时与本期

末净资产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计算过程 

1 本期末标的资产净资产账面价值 81,457.87  

2 公司向标的资产增资 20,200.00  

3 净资产小计 61,257.87 3=1-2 

4 资产置入时净资产账面价值 34,748.15  

5 标的资产净资产增减变动 26,509.72 5=3-4 

四、本报告编制依据 

1、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第 109 号令）。 

2、 公司与川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及简兴福等 53 名自然人签订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 

五、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及过程 

本次对标的资产的估值选用收益法进行估值，本次收益法估值采用现金流量

折现法，选取的现金流量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通过对企业整体价值的估值来

间接获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本次估值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净流量作为依据，采用适当折现

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企业整体营业性资产的价值，然后再加上溢余资产、非经

营性资产价值减去有息债务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计算模型 

E=V-D                                公式一    



 

                         公式二 

上式中： 

E: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V：企业整体价值； 

D：付息债务账面价值； 

P：经营性资产估算价值；  

C1：溢余资产估算价值； 

C2：非经营性资产估算价值； 

E：（未在现金流中考虑的）长期股权投资估算价值。其中，公式二中经营性

资产估算价值 p 按如下公式求取： 

               公式三 

上式前半部分为明确预测期价值，后半部分为永续期价值（终值） 

公式三中： 

Rt :明确预测期的第 t 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  

t：明确预测期期数 1，2，3，…,n; 

r:折现率； 

Rn+1：永续期企业自由现金流； 

g：永续期的增长率，本次 g=0； 

n：明确预测期第末年。 

（2）模型中关键参数的确定 



 

a、预期收益的确定 

本次将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企业预收益的量化指标。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就

是在支付了经营费用和所得税之后，向公司权利要求者支付现金之前的全部现金

流。其计算公式为：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利息费用×（1-税率 T）-资本

性支出-营运资金变动。 

b、收益期的确定 

企业价值估值中的收益期限通常是指企业未来获取收益的年限。为了合理预

测企业未来收益，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契约和合同等，

可将企业的收益期限划分为有限期限和无限期限。 

本次估值采用永续年期作为收益期。其中，第一阶段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此阶段根据被估值企业的经营情况及经营计划，收益状况

处于变化中；第二阶段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为永续经营，在此阶段被估值企业将保

持稳定的盈利水平。 

c、折现率的确定 

确定折现率有多种方法和途径，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

估值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确

定。 

d、付息债务价值的确定 

债务是包括企业的长短借款，按其市场价值确定。 

e、溢余资产及非经营性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一

般指超额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

系的，不产生效益的资产。对该类资产单独进行估值。 

 本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值：100％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价值=企业

整体价值-有息债务，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

产价值+长期投资价值-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六、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公司得到以下结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川开电气估值扣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

及利润分配对估值的影响数后，没有发生减值。 

七、本报告的批准 

本报告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

准。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 月 19 日 

 




